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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敏 李祺瑶）昨
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1月 5日 0时至
24时，本市新增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庞星火表示，当前，本市局部聚集
性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但河北省石
家庄市、邢台市等周边地区也出现了
疫情，为北京疫情防控再次敲响了警

钟。外防输入压力依然较大，全市需
继续绷紧防控工作这根弦，各单位要
抓紧抓实各项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四
方责任”。她提醒市民，继续增强防护
意识，不要前往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旅行及出差。2020年12月10日以来
有石家庄市、邢台市旅居史的人员，应主
动向社区及单位报告，注意做好自身健
康监测，配合社区及有关部门做好排查
和核酸检测等相关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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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应主动报告

今冬通州电网负荷再创历史新高
通州供电公司启动冬季大负荷预警应急响应

(上接1版)“隧道位于通朝大街下
方，分为左右两半幅，由于隧道与地铁
八通线果园站墩桩基冲突，所以我们
对地铁原墩桩基进行了托换施工。”中
铁十八局总工程师陶红光边说边用手
向记者比划，“墩桩基就相当于地铁桥
桩的‘腿’，起到支撑的作用，但是它的
实心结构，阻碍了隧道的开挖，于是我
们将墩桩基切断，通过托换施工，把原
有的桥墩、承台、桩荷载通过千斤顶转
换到新建好的托换梁和托换桩基上，
托换梁长30米，宽13米，高4.25米，形
似‘板凳’，可以逐步卸载既有桩的受
力，重新顶起地铁八通线，并保证隧道
能从其中间穿过。”

地铁八通线果园站至九棵树站区
间全长990米，本次托换的5处墩桩基
全部位于果园站东侧。地面上，记者
看到已换了“腿”的桥桩被8到12根不
等的黄色钢支架围起来。“这是地面支
顶系统，是用来保证施工期间地铁安
全性的，后期八通线桥梁安全评估通
过后会进行拆除。”陶红光说，轨道桥
梁桩基托换在北京市尚属首次，托换
最大顶力 1100 吨，为国内最大，确保
施工期间地铁不限速、不停运。

在广渠路地面道路上，记者还注
意到，部分路段已经开始移栽树木，三
季有花、四季常绿、树种多样、层次丰
富的森林植物景观大道指日可待。

广渠路东延工程力争1月20日前具备通车条件

(上接 1版)做好与国家“十四五”规划
纲要的衔接，科学谋划重要目标指标和
任务安排。坚持首善标准，围绕率先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强政策集成
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重点任
务落实。对发展中将要出现的人口
老龄化、碳中和等重要拐点做好趋势
测算，把握住发展窗口期和关键节
点。统筹抓好各区规划、专项规划、
行动计划编制，推动纲要项目化、具体
化，切实形成抓落实的有效路径。

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实施方案》，指出，要立足新
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与首
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面向京津冀

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首都实现高
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引擎作用，
用好中关村这块改革“试验田”，推进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具
有更强竞争力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坚
持扩大内需，推进“两区”建设，推动更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效支撑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不断完善
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现代市场体
系。聚焦改革举措狠抓落实，进一步
细化任务，加强评估检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学 习 习 近 平 主 席 二 O 二 一 年 新 年 贺 词
研究我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上接 1版)北京要做的事就是为国家
做事、为人民做事，对“国之大者”心中
要有数。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从中汲取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
量，不断提高理论修养、政治素养，推
动在京华大地进一步形成生动实践，
更好满足市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执行力。
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
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
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
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以钉钉子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北京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始终把落实城市战略定位、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以疏解非

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城市副中心建设、筹办冬奥会冬残
奥会、绿色北京和平安北京建设等大
事紧紧抓在手上，不折不扣落实党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以过硬作风保障执
行，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强调，要严于律己，涵养政治
生态。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
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带
头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好“一
岗双责”，树好廉洁自律“风向标”。筑
牢思想防线，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
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
腐蚀。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
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始终保持
清正廉洁政治本色。要带头廉洁治
家，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旗 帜 鲜 明 讲 政 治 不 断 提 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上接1版)坚持党建引领，完善基层治
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工作。深化“吹哨报到”改革，完善

“接诉即办”机制，推进“双报到”常态
化，抓好街道办事处条例和物业管理
条例实施。坚持依法治网，加强区块
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
应用，推进预付卡、住房租赁等业态治
理。发挥平安北京建设协调机制优势
作用，健全重点行业领域治理机制，推
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五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调整完
善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大知
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力度，助力“两
区”建设。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开展培训教育，积极为企业、公民提
供法律帮助。深入研究发展涉外法
律服务业的工作措施，建立国际化的
法律服务队伍。深化法律服务领域
对外开放，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引进、
培养机制，加快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
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推
进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建设。

六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忠于法律。把专业化建设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发挥北京高校资
源优势，加强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
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深化政法系统队
伍教育整顿，用制度管住关键人关键

事。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健全职
业道德准则、执业行为规范，推动依法
依规诚信执业，履行社会责任。

蔡奇强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
治市的领导。深化学习教育，把习近
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和党校培训重点
课程。用好首都理论资源阵地，加强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和阐释。各
级党委政府要把法治建设抓在手上、
落到实处。市里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关
于法治建设的三个实施纲要，列出实
施方案、任务清单。各级党委政府要
依据清单，一项一项抓好落实。市委
依法治市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开展督
促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
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会议审议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实
施方案》。

市领导陈雍、魏小东、崔述强、齐
静、王宁、殷勇、孙梅君、张家明、靳伟，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敬大力，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市有关方面、全
市政法系统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各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市
委法律顾问和部分法学院校所代表等
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议。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奋力谱写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今冬以
来，北京地区低温寒冷持续，通州电
网负荷增长明显。首轮寒潮降温期
间，通州电网连续两次突破冬季历史
最大负荷。随着本轮“霸王级”寒潮
来袭，截至 1月 6日 20时 29分，通州
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87.49万千瓦，再
创冬季历史新高。昨日，国网北京通
州供电公司启动冬季大负荷预警应
急响应。

预警期间，全区安排部署抢修
队伍 20支，抢修人员 244人，抢修车
辆 85 辆，发电车 14 台套，确保及时
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大
力推进无人机自主巡检等新技术、
新装备运用，持续提升应急保障能
力。为应对今冬用电超高负荷，该
公司制定了 70 余项电网运行方式
调整措施，编制应急预案 213 项，密
切跟踪气温变化趋势，动态开展电
网负荷分析。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针对 38 座
重点站、166 条带有“煤改电”和 147
条带有市政、分户供暖的其他配电线
路，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评估。同
时，利用超声波、红外成像等措施对
供暖保障设备开展排查治理。提高
热点线路、台区巡视频次，通过台区
智能终端对重点台区运行状态进行
24小时监测。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电网负荷，国
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及时启动冬季
大负荷预警级应急响应。调控中心
密切跟踪负荷走势，加强重载设备运
行监视，做好电网方式调整。同时，
加密对重点变电设备、输电线路等设
施的巡视和测温次数。

此外，该公司还运用无人机自主
巡检重点输电线路。与传统人工巡
检方式相比，巡视 1公里的输电线路
通道，人工巡检约 40分钟，无人机只
需要10分钟。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昨日，通州
最高气温仅为零下 6.2℃。截至 21时，
最低气温已达零下18.1℃，突破通州建
站以来 1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历史极
值。1月9日，随着强冷空气远去，气温
将有所回升。明天将迎来“三九”，气
象专家提醒市民添衣保暖。

据通州区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降温天气降温幅度大、风寒效应显
著、持续时间长。今早风力将有所减弱，
但气温将达入冬以来最低，体感寒冷。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零下6℃，今明两
天仍会有三四级的偏北风，白天的最高
气温在零下6℃至零下3℃，夜间的最低
气温在零下14℃至零下11℃。1月9日
本周六，随着强冷空气远去，气温将有所
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升至1℃左右，夜
间的最低气温升至零下9℃上下。

气象专家表示，大风加低温，人的
体感温度会更低。北风呼啸会快速把
人身上的热量带走。一般来说，在室
外零下5℃至零下10℃的天气下，人的
脸和手就会有明显的疼痛感。这次强
冷空气下，人的体感温度也会更低。
今天是二九的最后一天，明天将迎来

“三九”，三九天是北半球地区在冬天
中最寒冷的一段时期，在室外的市民
一定要添衣保暖，防风防寒防冻。

区气象台提醒，极寒天气里，持续
大风低温天气会对城市供暖、供电、供
气等带来一定压力，对交通运输、园林
树木、设施农业、森林防火带来不利影
响，要做好能源调度和供应保障、室外
搭建物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
等各项工作，燃煤取暖居民需注意防
范一氧化碳中毒。

室外，零下11℃；井内，35℃。
昨天，北京遭遇最强寒潮降温，和寒冷

刺骨的室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口口热
力井内热气升腾。一位位身穿亮橘色工装
的“巡井人”频繁下井、出井，就像一团团跳
动着的橘色火焰，确保供暖有序正常，守护
千家万户的温暖。

16时，玉桥西路北侧的一块小空地上，
华源热力的巡检工人张海涛、王银芳和赵
赫来到一处热力井旁。拉开井盖，一股暖
流扑面而来，遇到室外的强冷空气，激发出
比平时更浓烈的白色烟雾。

待热气慢慢散去，张海涛将检测仪伸
入井内。“井下温度35℃，含氧量达标，没有
有害气体，准备下井。”王银芳和赵赫脱下
棉衣，系好安全绳索、戴上头灯，动作麻利
地钻进4米多深的热力井。

热力井内气温骤升。受管道高温炙
烤，井下的温度通常高达30℃-50℃。下井
不到 10分钟，二人已经满脸是汗。赵赫告
诉记者，每年冬天他们都要经历几次“从零
下10℃至40℃”的巨大温差。

“井下设备一切正常。”钻出地面，两位
巡检员立马儿被“速冻”，队友立刻递过大
衣把两人紧紧裹住。

赵赫说，每年11月至次年4月，都是供
热管网巡检员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检查
管道外表、控制阀门、支架等设备设施，防
止跑冒滴漏。“特别是这样降温加大供暖能
力的时候，一天更要下井好几趟。”

据悉，为应对新一轮降温，通州区各供
暖企业均进入“战时”状态，每天增加一次
管网巡检，对风口处的阀门、管路特别是停
热用户的阀门、管路全面排查，有效防冻。

昨日5时，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室外
气温接近零下17摄氏度，滴水成冰。一群
蓝色身影在马路上出现了。通州京环公司
清扫二中心十班环卫工人们推着环卫车来
到新华北路与新华西街交叉口处，打开车
上的安全灯、分发扫帚，25名身穿蓝色工装
的环卫工人分成7组，有条不紊地进行环卫
保洁作业。和往常一样，早高峰到来前，他
们要把新华大街整条路清扫干净。

47岁的王桂敏把家里最厚的棉服、
羽绒服找出来套在身上，显得比平时

“胖”了一圈。“里面穿了两层棉袄，套了
一个羽绒坎肩和厚线衣，得有五六斤
重。”王桂敏指了指身上的衣服，还是忍
不住打了个哆嗦。在寒风中站了没一会
儿，她就已经冻透了。

王大姐从 2008年就负责这段道路，
新华大街的每条胡同小巷她闭着眼都能
走到。天寒地冻，王大姐挥舞扫帚的动
作明显幅度更大了一些，“没事儿，挥扫
帚就是环卫工人冬季清扫街路时最有效
的“取暖”方式。再扫一会儿，身上就热
乎了。等扫到那头，还得一身汗呢！”

记者默默数了一下，平均一分钟王
大姐要挥动扫帚大约 20 次。虽然脸上
裸露在外的皮肤已经冻得通红，但她和
同事的额头却冒着热气，帽子、口罩、眉
梢，很快都结上了一层霜花。环卫公司
曾做过测算，一天6小时，环卫工人挥扫
帚次数至少达到近万次。“甭管多冷的天
儿，把路扫干净，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这是咱们城市的脸面！”

寒风中，一道绿色快速划过。小电车
上驮着绿色的备货箱，一身绿色工装的李
佳雨正要把菜送到下一位居民手中。

昨天6时55分，叮咚买菜的配送员李
佳雨已经开始第一单配送。头盔、护膝、
厚外套、防风衣、棉手套、带绒毛的雨靴，
还有遮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大口罩……
防寒衣物“武装到牙齿”，但没一会儿还是
冻透了。从新华西街站点出发，28分钟
后，一大袋果蔬准时送到天赐良园西区
的顾客手中。“大冷天，辛苦您了，谢谢！”
一句感谢，让这个寒冬的早晨暖暖的。

李佳雨所在的通州区新华站共有
32 人，其中配送员 17 人。昨日凌晨 2

时，新鲜的水产、果蔬、百货陆续送到，
站里开始接收货品。冷藏 100多筐、蔬
果 300筐、百货 20多筐……备货量比平
时多出不少。

“夜班人员一直忙到早晨8点，白班
人员今天上班都提前了一个小时。赶
上降温，配送员 6点多就开始接单，7点
就能送完首单。”叮咚买菜新华站站长
王杰说话语速都快了起来。每次极端
天气的订单量都会爆增。“今天比平时
增加了 200多单。天儿冷，大家都不愿
出门。还有不少订单是子女帮老年人
下的，就怕老人出门不方便。大冷天，
我们更得早点送到，不能耽误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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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今冬采暖季，通州地区“煤改电”客户已达
12.8万户。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逐条线路、逐个村庄、逐个台区分别
编制“煤改电”供电保障“一线一案”“一村一案”，加强对“煤改电”线路、
台区负荷的监测，提升供电可靠性。

该公司在所有“煤改电”村设立服务站，实现社区经理全覆盖。社
区客户经理服务电话 24小时开通，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与此同时，
与采暖设备厂商建立维修网点热线联系机制，提供“组团式”协同保障
服务。

此外，除全区 11个营业网点和自动缴费终端可线下购电外，市民
还可选择“网上国网”APP、“电 e宝”APP、电费充值卡、微信、支付宝等
多种渠道线上购电。若市民家中因未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可拨打24小
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网上国网”APP申请应急送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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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煤改电”村设立服务站

通州最低气温突破建站以来同期历史极值
本周六起气温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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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巡查线路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巡查线路，，保障居民正常用电保障居民正常用电。。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热力工人在永顺南街紧急抢修热力工人在永顺南街紧急抢修，，排除供热管道故障排除供热管道故障。。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环卫工人们极寒天气中清理卫生同时不忘防疫环卫工人们极寒天气中清理卫生同时不忘防疫。。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配送员顶着寒风及时送果蔬上门配送员顶着寒风及时送果蔬上门，，避免市民奔波避免市民奔波。。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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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寒冬 色色
您的温暖他们在守护您的温暖他们在守护

暖暖
火焰橘：温差46℃“巡井暖男”下井保供暖

本报记者 冯维静

挥扫帚就是最有效的“取暖”方式
本报记者 冯维静

网上买菜6点多配送首单
本报记者 田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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